肆 教會消息與代禱
列國:香港的新聞自由再度被打壓，多位記者
及相關人士被捕，求主紀念香港及世界各地
為報導真相而受苦的新聞工作者。

台灣:迎來新的一年，疫情的陰影仍然籠罩，
求主顧念在疫情之中求生的中小企業，保守
台灣在疫情中的經濟發展。

教會
1、 求主施恩，使我們恢復與神、與人和好的關
係，在即將來到新的一年，生命能再次更新
變化，成為主的器皿，為主所用，討主喜
悅。
2、 求主帶領牧長、長執、小組長等服事同工，
賜予牧養教會與弟兄姊妹的智慧與能力，能
同心合一，建造合神心意的家。
3、 為明年聖工規劃與安排，有聖靈的指引與帶
領，特別是學青的牧養，能賜予智慧、能
力，以興起主的器皿。
4、張洞庭弟兄日前髖關節開刀住院，一切順利，
求主保守日後恢復無後遺症。

～報告事項～
1、 聖誕節園遊會 感謝主，義賣所得NT$15,137
元，將存入教會宣教專戶。
2、 慈惠奉獻 前二週的慈惠奉獻共NT$73,441元，
感謝各位肢體為神的付出與擺上。
3、 兒主同工會議 本主日中午12點開始，地點：
3F右包廂，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4、 成二牧區小組長總聚 本主日下午1:30於副堂
聚集，請同工預留時間參加。
5、 長執會議 1/9(日)主日後副堂集合，請同工預
留時間出席。
6、 禱告會 1/11(二)晚上8:30，線上視訊，歡迎
肢體共同參加。
7、 長青講座 1/12(三)上午10:00~11:00，主題：
銀髮族口腔保健。歡迎敬邀參加。

伍 筆記欄

陸 聚會時間&人數
聚會名稱 / 時間
地點
人數
主日
正堂
140人  
兒主大衛班/撒母耳班
B1/會議室
13人
小組聚會 / 時間/ 地點
成一小組/週三 10:00~11:30/副堂
              19:30~21:00/副堂＆協談室＆教室
         週四 19:30~21:00/副堂＆教室
         週六 10:00~11:30/副堂
         週日  8:30~ 9:30/協談室
成二小組/週五 19:30~21:30/副堂
         週日 13:30~15:00/教室＆3樓玻璃屋
媽媽小組/週二 11:00~14:30/地下室     
國高小組/週日 13:00~14:30/協談室

柒 服事人員表
總召
司會
敬拜團
講員
音控
錄影
投影
招待
鮮花

2022 . 1 . 2( 日 )
陳貞蓉 教師
陳貞蓉 教師
敬拜四團
鄭信弘 教師
黃俊元 執事
林憲佑 弟兄
馮薪庭 姊妹
林姿涼 常文瑾
林恆毅 陳希樂
謝炳山 弟兄

2022 . 1 . 9 ( 日 )
潘振宇 弟兄
鄭信弘 教師
敬拜一團
陳志宏 牧師
黃俊元 執事
邱皇銘 執事
曾頎峰 弟兄
鄧如山 林瑞瑩
潘怡靜 邱予晴
傅之穎 姊妹

聖餐：董仁章，范自強，朱德弘，陳麗書，郭瑞玲，羅秀宜

捌 上週奉獻(申請個人奉獻袋,請洽財務部辦理)
自由奉獻
主日奉獻
十一奉獻
感恩奉獻
特別奉獻
建堂奉獻
宣教奉獻
慈惠奉獻
鮮花奉獻

2021. 12. 20（一）～12. 26(日)
----- 收入
76,851元
----- 支出
55,282元
4筆 27,800元 主日代轉:
4筆
5,910元 A弟兄     ＄1,000元
1筆
1,500元 B弟兄     ＄1,000元
----- C弟兄     ＄5,000元
1筆
5,000元
22筆 34,641元
1筆
2,000元

聚會提醒事宜
1、借貸：我們鼓勵會友見到肢體在衣食上匱乏時，甘
心樂意資助。但不鼓勵會友間有借貸或其他金錢上來
往，也請勿主動邀人加入互助會。若有急難需要，請
讓組長，區長或牧者知道，可評估申請慈惠金支援。
2、商業行為：我們尊重從事各行各業的肢體都可以被
動地受託為會友服務，但請勿主動進行商業行為或邀
人作直銷下線。

2022年1月2日聖誕後第二主日（白）

壹

主日程序

一、宣召……………………陳貞蓉教師
二、敬拜………………………敬拜四團
三、禱告、讀經、認信……陳貞蓉教師
經文：馬可福音13章

四、證道……………………鄭信弘教師
警醒祈禱,等候主來
五、聖餐……………………鄭信弘教師
六、奉獻……………………陳貞蓉教師
七、報告……………………陳貞蓉教師
八、祝福……………………鄭信弘教師

貳 敬拜詩歌

【我的心啊！你當讚美】

1.我的心啊 你當讚美主耶和華的聖名
永遠不可忘記祂一切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罪孽 醫治你一切疾病
祂從死亡曾救贖你的性命
2.耶和華有憐憫恩典 的確不輕易發怒
祂有豐盛慈愛不長久責備
未按我們罪過對待 也未照罪孽報應
祂的慈愛極高極大極顯明
3.世間父母 怎樣憐憫愛疼他的眾兒女
耶和華也如此愛疼我與你
世人年日如同發旺花草被風吹就謝
唯獨耶和華永遠住在天庭
(副歌)我的心啊 你當讚美主耶和華的聖名
永遠不可忘記祂一切恩惠
天上地下大家同心同聲讚美耶和華
讚美祂的恩惠慈愛永無息

【祢的話】
我將祢的話語 深藏在我心
免得我得罪祢 免得我遠離
哦 主啊 與我親近 我愛祢聲音
作我腳前的燈 作我路上的光
天地將要過去 祢的話卻長存
天地將毀壞 祢的話卻長新
我將祢的話語深藏在我心
免得我得罪祢 免得我遠離
哦 主啊 與我親近 我愛祢聲音
作我腳前的燈 作我路上的光

【將器皿交給主】
1.你心裡渴慕救主耶穌 賜豐富生命麼
  你要聖靈作工麼 當信天父奇妙應許
  照主聖經的言語 救主必為你成全
2.將你所有空器皿 得救主寶血洗一新
  願意者今可前來 須一心奉獻你所有
  在主施恩寶座前 讓主充滿你心懷
3.像昔日寡婦油瓶 救主鴻恩無窮無盡
  主的愛永無變更 救主已經應許賜下
  生命恩惠與大能 主要充滿各器皿
(副歌) 現在主要充滿你心直到滿溢
你當將心靈才幹如空器皿交主手
現在主要充滿你心直到滿溢 充滿聖靈與能力

叁 本週話語教材
大喜的信息--救主降生             ⊙鄭信弘 教師
經文：路二8~20
每年12月，大家都忙著過聖誕節，無論是基督徒
或非基督徒，世界各處可見各種活動節目，除了教堂
裡有慶祝外，商場、廣場等公眾場合，也有各種慶賀
活動，是全人類都在過的節日。只是不知不覺，聖誕
節漸漸商業化、娛樂化，同時淡化並扭曲了聖誕節的
真正意義，這是很可惜的事情。
耶穌基督是世人的救主，同時祂對這個世界的
歷史有很大的影響，好比說我們現在使用的時間，
西元元年，就是紀念耶穌降生的第一年，現在是2021
年，即紀念耶穌的降生後二千零二十一年;另還有十
字架，它是耶穌被釘死之處，但現在紅十字會，它成
立的宗旨是保護戰爭時的傷患、戰俘和遭受苦難的平
民，當打戰時有人高舉紅十字標誌，表示他們正執行
任務，根據國際公約，是不可以攻擊的，所以有紅十
字標誌，象徵和平與止戰，這是主耶穌帶給我們現今
世界的意義。以下以二個重點談論今天經文的意義。
一、主為罪人降生
馬太福音一章18節提到，耶穌基督降生的事記在
下面，因此精準地說，應以耶穌降生取代耶穌誕生，
因只有亞當與夏娃所產生的後代，才用誕生。而耶
穌降生是指耶穌從天上降到人間，祂是從天降下的
神，有醫病趕鬼，施行神蹟的能力，或許有人問?為
什麼祂要從天上來到人間?因為人不是神，没有能力
上天，只有不斷在罪惡中墮落，直下到地獄，所以耶
穌必須遷就人，祂願降卑為人，我們才能認識祂，這
稱為道成肉身，也就是神成為人，祂有人性，也有神
性。不像現在的宗教領袖，他們的教導，多半來自人
的思想與頭腦，這一點和基督教看重上帝的啓示，有
很大的差別。此外耶穌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將自己的
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故聖誕節正確來說應為救主
降生節，祂為拯救罪人而來。聖經說:人子來，為要
尋找、拯救失喪的人，然而遺憾的是，人並不願承認
自己是罪人。
有個男人半夜喝醉酒，走路倒西歪，不小心就掉
倒比他還高的坑洞裏，他無法自救，掉下去後，才醒
過來。我們也是如此，犯罪當下並不清醒，直到人贓
俱獲，罪證確鑿，才恍然大悟，只是醒時已造成不可
挽回的結果。這時那人喊叫:救命，救命，有一個人
走過去，問他為什麼掉在裏面，他說因喝得大醉，神
智不清，就下入坑中，結果那人勸他說:不要醉酒，
生活要規律，走路要謹慎，說完就走了。這個人說得
正確，但事情没解決，人還在坑中。這人教導正確，
但只出一張嘴，没有行動。不久又有人來，問他為何
在坑內?接著對這人說:你真可憐，人生就是一齣荒謬
劇，遲早面對生老病死的過程，活在世界就是要受苦
受罪的，說完就走了。這人覺得有道理，人的結局就
是朝向死亡，無人幸免。
接著又來了第三個人，仍問為何在坑內?他再把
出事的緣由說了一遍，結果那人說:掉入坑中是命中

註定的，有那麼多條路，偏偏走這條會掉入坑的路，
是你命運使然，只能接受這命運安排，結果也走了。
這個人心想，此人說得有理，為什麼有人出生窮困，
有人富貴，有人長得英俊，有人平庸，有的人健康，
有人有缺陷，這都是命運作弄人。
第四個人來了，依然詢問原因，坑裏人回答:我
喝酒，做錯事了。接著這人把手伸出來，一把將他
拉起對他說，從今以後不要再犯罪了，因我已經救
了你。而耶穌就是這位親自伸出援手，拯救我們的
人。當人願意承認自己的是病人，才會願意找醫生;
當人願意承認自己犯錯，是一個罪人，才會知道要
尋求救主。因此得著拯救的第一步，就是要勇敢承
認自己是罪人，耶穌一開始傳道的第一句話就是:天
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信福音。即信福音之前，
要承認自己是罪人，要悔罪，例著名藝人王力宏的
婚變，在他願意承認錯誤，事情才告一段落。
二、平安勝過懼怕
自去年新冠病毒在世界各地流行，疫情造成人
心惶惶不安，除病毒本身傳染的威脅，「人心的恐
懼」這種傳播力與破壞力，有時更勝於病毒威脅。
好比新聞報導，那兒有確診者足跡，就必引起諸多
不安、揣測，使我們深陷恐懼之中，怕感染病毒。
然而基督教信仰卻幫助我們享有免於懼怕的自由，
試問人最怕什麼?是死亡，但基督徒並不怕死，因經
上說死被復活吞滅了，人有復活的盼望，因此我們
就不怕死亡。耶穌說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定
復活。人生的年日，上帝都已定規，大限到就回天
家去了，但若時間未到，想死也死不了，所以用不
著貪生怕死。
同時人還怕患得患失。已得著的害怕失去;没有
得著的，人心的貪欲又一直強求，無論是財富或生
命，以為自己可永遠掌控，但經上說:賺了全世界，
卻失去生命，有什麼益處呢?失去的生命不單指肉
體的生命，同時也指靈魂遠離真神。但經上說:賞賜
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今天上帝給我健
康、家庭、兒女、財富、我們感謝主，若有一天神
取回，我也讚美神，因為神給的，神有權取回去，
我們用不著患得患失。然而面對懼怕時，當我們依
靠賜平安的上帝時，平安的心必定勝過懼怕的心。
耶穌已應許賜平安給我們，他說我所賜的平
安，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
膽怯。耶穌死裏復活向問徒顯現時的第一句話就是
願你們平安。之後把手和肋旁給他們看，這什麼意
思?因為手有釘痕，肋有槍傷，而這是人得著平安所
付出的代價，作惡的人心中必定没有平安，而若要
解決罪惡，那一定要靠耶穌，因耶穌在十字架，為
我們流血捨命，祂用命的代價，換回因人犯罪失去
的平安。得著平安後，就没有懼怕，同時也得到喜
樂，因人心中有平安，肉身就有喜樂。
在1944年12月24日在德國戰區的平安夜，一位
名叫伊莉莎白的德國婦女，為了逃避戰亂，帶著12
歲的兒子住在林中小木屋裡。突然有二位美國大兵

，還有一名士兵因戰受傷躺臥雪地，他們懇請主人
收留，而納粹規定，收留敵軍者格殺勿論，伊莉莎
白仍邀請他們進屋，並為傷兵裹傷，又準備聖誕晚
餐。
這時候，又有四位德軍士兵，在森林中迷路，
敲門要借宿一晚。伊莉莎白溫柔地說：「歡迎進來
暖身共享聖誕晚餐，不過我們還有其他客人，他
們不是你們的朋友，希望你們接納他們。」德軍士
兵警覺並厲聲追問：「是美國人嗎？」她說：「是
的，但今天是平安夜，誰也不准在此動干戈，請將
武器放在門外。」最後，德軍放下了武器走進小木
屋。
伊莉莎白用法語向美軍士兵面說同樣的話：
「今晚是平安夜，不准殺戮，把槍給我。」結果德
美兩方士兵就這樣共處一室。伊莉莎白預備好晚
餐，飯前祈禱說：「感謝主的恩典，讓大家能在這
場恐怖殘酷的戰爭中和平共聚；在聖誕夜我們承諾
不分敵我，友好相處，分享這頓並不豐盛的聖誕晚
餐；我們祈禱儘早結束這可怕的戰爭，讓人人都能
平安回家，兒子可以和媽媽團聚，可以與姐妹擁
抱。」
在這個謝飯禱告的夜晚，年輕士兵們的落下他
們的眼淚，因他們想念家鄉和親人，渴望和平，這
個平安夜，他們不再彼此為敵。次日，德國士兵用
地圖告訴美國兵他們陣地相關位置，要他們避開危
險，還做了一副擔架，給美國傷兵使用。雙方再三
感謝伊莉莎白和男孩弗瑞斯之後，握手告別，朝不
同方向離去。
伊麗莎白明白，他們的生命，因耶穌而有交
集，原本是一觸即發，生死交關的時刻，因有耶穌
而轉化為平安，把血戰的夜晚，轉為和平。此外,
我們也看到伊麗莎白，願意依靠上帝的大能，在看
似無解的局面中，有從主而來的智慧與憐憫人的心
腸，終於化干戈為玉帛。
結論
當我們走在生命的低谷或遭受艱難時，如果有
人伸出援手，無助與恐懼就會消失，但有誰能不離
不棄，陪伴我們走過?上帝是以瑪內利的神，也就
是上帝與我們同在。當至高全能的上帝，與我們同
在時，軟弱可以變剛強，心靈貧窮可以得富足，祂
會帶領我們經過死蔭憂谷，如此恩典遠超過人與人
所能給予的。耶穌為愛降生，與我們同在，賜下
平安，並給我們力量，我何需懼怕?因此我們要常
常親近主，謙卑在主的面前，有上帝同在的生命，
將充滿能力，有耶穌常住我心，則可走過生命的陰
霾，活出見證上帝的人生。
題目思考:
1.神的兒子耶穌從天上降生人間，對我們有何意義?
2.心中的平安可以挪去懼怕，你是否有這樣的經驗，
請分享。
3.二軍交戰因聖誕節而化干戈為和平，你有什麼體會
或曾有的經驗，請分享。

